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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临床论著· 

青蒿素对支气管哮喘外周血 Treg/Th17 的

调控机制 

刘娟  吴世满 

【摘要】  目的  探讨青蒿素对支气管哮喘患者外周血 Treg/Th17 表达的调控机制。方法  将
随访的 145 例哮喘患者按照 ACT 评分分成完全控制组、部分控制组、未控制组，再从每组中按性别、

年龄、BMI 匹配随机分别抽取 20 例、21 例、7 例作为研究对象，入选同期于医院就诊的哮喘急性发

作期患者 18 例和医院体检的健康成人 19 例作为对照组。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 CD4+ T 淋巴细胞 Treg
和 Th17 的表达，将 CD4+ T 淋巴细胞用一定浓度的青蒿素干预共培养 24 h 检测对比。结果  未控制

组及急性发作期哮喘患者外周血 CD4+ T 淋巴细胞 Th17 比例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、完全控制组及部

分控制组哮喘患者（P＜0.05），Treg 比例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、完全控制组及部分控制组（P＜0.05）；
完全控制组及部分控制组哮喘患者外周血 CD4+ T 淋巴细胞 Treg 比例稍低于正常对照组（P＜0.05），
而 Th17 比例较正常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（P＞0.05）；与青蒿素共浴培养 24 h 后，未控制组哮喘患

者 CD4+ T 淋巴细胞中 Th17 较干预前明显减低（P＜0.05），Treg 较干预前明显升高（P＜0.05）；急

性发作组哮喘患者 Th17 较干预前明显减低（P＜0.05），Treg 较干预前明显升高（P＜0.05）；部分控

制组哮喘患者 Th17 较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（P＞0.05），Treg 较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（P＞
0.05）；完全控制组哮喘患者 Th17 较干预前稍减低（P＜0.05），Treg 较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

义（P＞0.05）。  结论  青蒿素在体外对支气管哮喘，尤其是难治性哮喘的外周血 CD4+ T 淋巴细胞

中 Treg/Th17 有一定的调控作用，并在一定程度上可改善难治性哮喘患者 CD4+ T 淋巴细胞中

Treg/Th17 免疫失衡。 
【关键词】  青蒿素；  哮喘；  T 淋巴细胞，调节性；  CD4+ T 淋巴细胞；  Th17；  肺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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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Abstract】  Objective  To detect in vitro study in the regulation of artemisinin on bronchial 
asthma of peripheral blood Th17/Treg. Methods  According to the asthma control test (ACT) scores, 
followed-up 145 patients with asthma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led, partly controlled and uncontrolled 
group, then which were selected randomly 20, 21, and 7 cases as the study ones by sex, age and BMI 
matching, meanwhile 18 patients with acute exacerbation of asthma and 19 healthy adults as the control. 
Artemisinin and CD4+ T lymphocytes were co-cultured for 24 hours, used flow cytometry to detect the 
expression of Th17 and Treg and compared with no co-cultured. Results  Th17 ratio in CD4+ T 
lymphocytes of the peripheral blood in uncontrolled group and acute exacerbation of asthma was 
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groups(P＜0.05), and Treg ratio in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
than that of other groups(P＜0.05). Meanwhile, Treg ratio in other asthmatic groups was slightly lower 
than that of normal group (P＜0.05). After Artemisinin and CD4+ T lymphocytes were co-cultured for 24 
hours, Th17 ratio in uncontrolled group and acute exacerbation of asthma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(P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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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5), and Treg ratio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(P＜0.05). The ratios of Th17 and Treg in partly 
controlled group were not different. Th17 ratio in controlled group was slightly decreased than before (P＜
0.05), but Treg ratio was not different. Conclusions  In vitro, artemisinin has a certain regulation function 
on bronchial asthma of peripheral blood Th17/Treg, especially in refractory asthma. Artemisinin can 
improve in some degree the imbalance of TH17/Treg in CD4+ lymphocytes in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
asthma. 

【Key words】  ARTEMISININ;  Asthma;  T-lymphocytes, regulatory;  CD4+ T lymphocyte; 
Th17;  Pulmonary function  

 

支气管哮喘是呼吸系统的常见病、多发病，以

慢性气道炎症及气道重塑为特征，表现为多种炎性

细胞（淋巴细胞、嗜酸粒细胞、肥大细胞、上皮细

胞等）和细胞因子浸润及气道高反应性。目前支气

管哮喘的临床治疗主要以 ICS/LABA 为主[1]，但仍

有 5%～10%的患者虽经规范化治疗却达不到临床

缓解[2-3]。青蒿素（Art）作为从中药黄蒿中提取的

化学单体，因其高效低毒的特点，在临床上被广泛

用于治疗疟疾[4]。因脑型疟疾与免疫机制有关，故

其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越来越引起医学界的重视。

研究证实，青蒿素对类风湿关节炎、红斑狼疮以及

二硝基苯氟诱导的小鼠变应性接触性皮炎都显示

出不同程度的治疗或保护作用[5]，但具体机制尚未

阐明。本实验通过体外干预培养 CD4+ T 淋巴细胞，

检测 Treg、Th17 前后阳性率变化，探索青蒿素对

哮喘患者 Th17/Treg 免疫失衡的影响及可能的影响

机制。 

对象与方法 

1. 对象：选择符合 GINA（2011）中哮喘的诊

断标准[1]，将门诊随访的 145 例哮喘患者按照哮喘

控制测试（ACT）评分分成完全控制组（25 分）、

部分控制组（20～24 分）、未控制组（低于 20 分），

排除：（1）年龄＜18 岁或＞70 岁；（2）拒绝签署

知情同意书者；（3）慢性炎症性疾病（如类风湿关

节炎、系统性红斑狼疮、强直性脊柱炎等）；（4）
慢性呼吸系统疾病（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、支气管

扩张、间质性肺疾病等）；（5）吸烟者（＞10 年支）；

再从每组中按性别、年龄、BMI 匹配随机分别抽取

20 例、21 例、7 例作为研究对象，入选同期于医院

就诊的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 18 例和医院体检的健

康成人 19 例作为对照组。所有入选者均来自山西

医科大学第一医院。 
2. 主要材料：Art（纯度 98%）购于上海源叶

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DMSO购于美国Amresco公司，

淋巴细胞分离液购于北京索莱宝生物科技有限公

司，RPMI-1640 培养液购于 Hyclone 公司，细胞刺

激剂、HU CD4 FITC MAB 100TST RPA-T4、HU 
TH17/TREG PHNOTYP KIT 50TST 均购于美国

BD 公司，24 孔培养板购于 Costar 公司。 
3.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（PBMCs）悬液制备、激

活：采集入选者清晨空腹外周静脉血 5 ml 于肝素抗

凝管中，用等比例 PBS 稀释混匀，将稀释好的血液

缓慢加到盛有淋巴细胞分离液的离心管的液面之

上，2 000 r/min 离心 20 min，吸取单个核细胞层，

加 PBS 洗涤 2 次。将 PBMCs 用 RPMI-1640 培养液

重悬，加入细胞刺激剂 2 μl，于 37 ℃，5% CO2 孵

箱中刺激培养 4～6 h。 
4. 流式细胞术检测CD4+ T淋巴细胞中Treg和

Th17 的表达：收获细胞：收集细胞，离心弃上清，

用 RPMI-1640 培养液重悬，调整细胞浓度为

1×106/ml。加入 FITC CD4 抗体 15 μl，避光孵育

20 min，加 PBS 离心弃上清。 
细胞固定：重悬细胞，加入 2 ml 1×FoxP3 

Buffer A 混匀，避光孵育 15 min，离心弃上清。加

PBS 离心弃上清。 
细胞破膜：重悬细胞，加入 0.5 ml 1×FoxP3 

Buffer C 混匀，避光孵育 20 min，离心弃上清。 
重悬细胞，每管加入 15 μl HU Th17/TREG 分

型抗体，混匀，避光孵育 30 min，离心弃上清。重

悬细胞，加入 200 μl Buffer 液，上机检测。 
5. 青蒿素干预共培养 PBMCs：参考文献[5]，

将青蒿素预先制成 1 mmol/L 备用。将提取的

PBMCs 加入 24 孔培养板中，加入 200 μl 青蒿素和

1 ml RPMI-1640 培养液进一步稀释成 200 μmol/L，
于 37 ℃，5% CO2 孵箱共培养 24 h，之后加入细胞

刺激剂 2 μl，继续刺激培养 4～6 h，流式细胞术检

测 CD4+ T 淋巴细胞中 Treg 和 Th17 的表达。 
6. 肺功能检测：正常对照组健康成人及哮喘完

全控制组、部分控制组及未控制组均行肺功能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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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 各组的基线特征和肺功能 

组别 例数 
男/女 
(例) 

年龄 
(岁, x s± ) 

BMI 
(kg/m2, 
x s± ) 

FEV1 
(L, x s± ) 

FEV1%预计值 
(%, x s± ) 

FVC 
(L, x s± ) 

FVC% 
预计值

(%, x s± ) 

FEV1/FVC 
(%, x s± ) 

PEF 
(L/s, x s± ) 

正常对照组 19 11/8 39±11 24±3 3±1 108±19 4±1 109±21 84±5 8±2 
哮喘完全控制组 20 10/10 37±13 25±3 3±1 98±8 4±1 108±12 77±5a 8±2 
哮喘部分控制组 21 11/10 43±13 26±3  3±1ab   67±15ab 4±1 106±14 69±7ab  6±2ab 
哮喘未控制组 7 2/5 43±9 23±2  2±0abc    62±22abc 3±1b 90±22abc   55±12abc   4±1abc 

哮喘急性发作期 18 9/9 44±11 24±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

统计值  0.432 1.077 2.305 8.675 16.465 1.620 2.523 37.458 8.766 
P 值  0.785 0.374 0.065 0.000 0.000 0.194 0.066 0.000 0.000 

注：与正常组比较，aP＜0.05；与完全控制组比较，bP＜0.05；与部分控制组比较，cP＜0.05 
 

测，并记录 FEV1、FEV1%预计值、FVC、FVC%
预计值、FEV1/FVC%、PEF。另外，急性发作期哮

喘患者因病情未控制，不适合行肺功能检测。 
7. 统计学分析：所有数据采用 SPSS 13.0 软件

包进行统计处理，当 P＜0.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

定量资料统计描述采用均数±标准差（ sx ± ），统

计推断满足正态性采用方差分析，后续两两比较采

用 LSD 法；定性资料统计推断采用 χ2 检验，满足

正态性资料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，不满

足正态性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。 

结    果 

1. 入选者基本情况：各组基线资料比较见表 1，
各组性别、年龄、BMI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（P＞
0.05），肺功能变化见表 1。 

2. 各组 CD4+ T 淋巴细胞 Th17 细胞的表达：未

控制组及急性发作期哮喘患者外周血 CD4+ T 淋巴

细胞 Th17 比例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、完全控制组

及部分控制组哮喘患者（P＜0.05）；完全控制组及

部分控制组哮喘患者外周血 CD4+ T 淋巴细胞

Th17 比例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

（P＞0.05）（表 2，图 1）。 
3. 各组 CD4+ T 淋巴细胞 Treg 细胞的表达：未

控制组及急性发作期哮喘患者外周血 CD4+ T 淋巴

细胞 Treg 比例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、完全控制组及

部分控制组哮喘患者（P＜0.05）；完全控制组及部

分控制组哮喘患者外周血 CD4+ T 淋巴细胞 Treg 比

例稍低于正常对照组（P＜0.05）（表 2，图 2）。 
4. 干预前后各组 Th17 比较：完全控制组哮

喘患者 Th17 较干预前稍减低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

（P＜0.05），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（P＞
0.05）；部分控制组哮喘患者 Th17 较干预前差异无

统计学意义（P＞0.05），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

学意义（P＞0.05）；未控制组哮喘患者 Th17 较干

预前明显减低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（P＜0.05），与

正常组比较升高较前回落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（P＜
0.05）；急性发作组哮喘患者 Th17 较干预前明显减

低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（P＜0.05），与正常组比较

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（P＞0.05）（表 2，图 3）。 
5. 干预前后各组 Treg 比较：完全控制组哮喘

患者 Treg 较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（P＞0.05），
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（P＞0.05）；部分

控制组哮喘患者 Treg 较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

（P＞0.05），与正常组比较减低较前回升，差异有

统计学意义（P＜0.05）；未控制组哮喘患者 Treg 较

干预前明显升高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（P＜0.05），

表 2  各组干预前后 Th17、Treg 比较（%， sx ± ） 

组别 
Th17 Treg 

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

正常对照组 1.90±0.61 － 5.02±1.40 － 
哮喘完全控制组 2.13±0.84 1.96±0.68d 4.00±0.89a 4.06±0.86 
哮喘部分控制组 2.25±0.70 2.11±0.72  3.53±1.39a 3.61±1.22a 
哮喘未控制组   4.52±1.27abc    3.55±0.90abcd   2.19±0.72abc   3.18±0.56abd 

哮喘急性发作期   4.41±2.73abc  2.96±1.56d   2.69±1.46abc   3.65±1.48ad 

F 值 11.829 6.470 10.897 1.169 
P 值 0.000 0.001 0.000 0.329 

注：与正常组比较，aP＜0.05；与完全控制组比较，bP＜0.05；与部分控制组比较，cP＜0.05；与干预前比较，dP＜0.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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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正常组比较减低较前回升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

（P＜0.05）；急性发作组哮喘患者 Treg 较干预前明

显升高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（P＜0.05），与正常组

比较减低较前回升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（P＜0.05）
（表 2，图 4）。 

讨    论 

支气管哮喘是一种以气道高反应性和慢性气

道炎症为主要特征的变态反应性疾病[6]。尽管哮喘

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了，但研究已经证明：CD4+ 
T 淋巴细胞在哮喘的发病机制及演变过程中起到了

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是哮喘的主要免疫细胞[7]。近年

来的研究也发现，Th2 占优势的 Th1/Th2 的失衡不

能完全解释哮喘的病理生理过程。机体存在着一种

新型的辅助性 T 细胞，其具有与 Th1 和 Th2 细胞不

同的分化和调节机制。因其能够特异性产生效应因

子 IL-17，而不产生 IL-4 和 IFN-γ，被称为 Th17 细

胞，以提呈抗原、促进炎症免疫反应为主。同时，

在 CD4+ T 细胞中还存在另外一个特殊的亚群，即

CD4+CD25+ Treg 细胞，以分泌 IL-10 和 TGF-β 为主

要特征，并以 Foxp3 蛋白作为主要的转录因子，主

要起免疫调节作用[8]。我们的前期研究也发现，促

炎的 Th17 在哮喘急性期高表达，同时在中-重度持

续期的表达率亦高于轻度持续期，而急性发作组与

中-重度缓持续组中 Th17 的表达则无统计学意义；

而具有免疫抑制和免疫耐受作用的 Treg 细胞则在

哮喘患者外周血中低表达，其表达率在急性期低于

持续期，在轻度持续期组和中-重度持续期组中差异

无统计学意义，即哮喘患者外周血 CD4+ T 淋巴细

胞中除存在 Th1/Th2 免疫调节失衡外，还存在

Th17/Treg 免疫调节失衡，并推测 Th17、Treg 表达

率及 Th17/Treg 失衡的程度与支气管哮喘的病情严

重程度及症状控制有关，特别是在难治性哮喘患者[9]。 
课题就哮喘控制测试（ACT）将门诊随访的哮

喘患者分组并分别进行肺功能检测，结果显示，在

性别、年龄、BMI 匹配的情况下，其 FEV1、FEV1%
预计值、FEV1/FVC、PEF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，

而 FVC、FVC%预计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。其中，

FEV1、FEV1%在完全控制组哮喘患者与正常对照

组间无差异，其余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；

FVC%在未控制组哮喘患者与完全控制组、部分控

制组哮喘患者、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；

FEV1/FVC 于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；PEF 在

未控制组和部分控制组哮喘患者与正常对照组和

完全控制组哮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，二者之间差异

仍有统计学意义。可见，哮喘经规范化治疗 6 个月

甚至以上，完全控制组哮喘患者肺功能各项指标均

可恢复至正常水平，仅FEV1/FVC稍低于正常水平；

部分控制组哮喘患者肺功能指标 FVC、FVC%预计

值趋近正常，其余指标均较低于正常组和完全控制

组哮喘患者；未控制组哮喘患者虽经规范化治疗，

但其各项指标均明显低于正常组、完全控制组和部

分控制哮喘患者。我们进一步推测，按照不同控制

水平将哮喘患者分组可以粗测其肺通气功能大致

改变，而控制水平最差的未控制组哮喘患者，即难

治性哮喘的肺通气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可逆转，

即使经过长期的规范化治疗，这种逆转的趋势仍比

较困难。因此，难治性哮喘的治疗不在于改善哮喘

患者的肺通气功能，而在于如何有效控制其慢性气

道炎症。 
支气管哮喘的慢性气道炎症指标多而冗杂，检

测起来也相对比较繁杂。本试验根据前期试验预期

目标，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哮喘患者外周血 CD4+ T
淋巴细胞亚群 Th17 和 Treg 的阳性率，发现不同控

制水平的哮喘，尤其是难治性哮喘，其 Th17 及 Treg
阳性率较其他控制水平哮喘和正常组差异显著。而

急性发作期哮喘患者与难治性哮喘比较，二者的水

平差异无显著性。进一步说明，不同控制水平的哮

喘患者外周血CD4+ T淋巴细胞Th17/Treg失衡的程

度不同，其中，难治性哮喘与非难治性哮喘比较，

其失衡程度更甚。另外，急性期的哮喘患者其二者

失衡程度与正常组和非难治性哮喘相比，差异也有

显著性；我们前期试验也证实，一旦哮喘得到控制，

其二者失衡程度可在很大程度改善。所以，目前要

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有效控制难治性哮喘的慢

性气道炎症，并在一定水平得以长期维持。 
青蒿素作为一种从菊科植物黄花蒿中提取的

含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内酯，因其免疫调节作用被

用于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研究。目前的研究主要

集中在动物实验和临床前研究，而在临床中的应用

以青蒿素联合其他药物为主，单独应用青蒿素治疗

变态反应性疾病的报道尚少见。本试验采用一定剂

量的青蒿素干预 24 h，流式细胞术检测 CD4+ T 淋

巴细胞亚群 Th17 与 Treg 的阳性率，结果表明，难

治性哮喘和急性期哮喘患者干预前后差异显著，而

其他控制水平的哮喘这种改变却无明显差异；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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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难治性哮喘和急性期哮喘患者 Th17/Treg 的失

衡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逆转，而在非难治性哮喘

这种失衡状态未见明显变化。青蒿素在与哮喘患者

外周血 CD4+ T 淋巴细胞共浴培养后，可在一定程

度上逆转并改善难治性哮喘患者 CD4+ T 淋巴细胞

Th17/Treg 的失衡，而 Th17 和 Treg 作为哮喘致病

过程重要的免疫学细胞，推测青蒿素可能通过调控

Th17/Treg 的失衡进而发挥其抗炎作用。李蕈等[5]

研究发现，在二硝基苯氟诱导的小鼠变应性接触性

皮炎，青蒿素明显降低 ROR-γt 表达、下调 IL-6 及

IL-17 水平，同时增加 Foxp3 表达并促进 Treg 产生。

早期也有研究发现，青蒿素能削弱转录因子 NF-κB
的作用，并抑制 NO 合酶的表达[10]。但青蒿素在哮

喘临床中的应用报道较少。青蒿素是如何逆转并改

善难治性哮喘外周血 Th17/Treg 的免疫失衡机制目

前尚不明确。初始 CD4+ T 淋巴细胞在 TGF-β 单独

诱导下分化为Treg，参与免疫调节；在TGF-β和 IL-6
的共同诱导下分化为 Th17，参与炎症反应和自身免

疫性疾病。研究发现，缺乏 IL-23 的小鼠几乎没有

Th17 的产生，IL-23 缺乏不影响 Th17 细胞的正常

产生，但却使其不能扩展和存活[11-12]。作为 Th17
分化过程中的激动剂，IL-23 虽不是 Th17 分化所必

需，但却作为 Th17 细胞存活、繁殖过程中的重要

因子。那么，青蒿素是否通过诱导 IL-23 的表达抑

制进而影响哮喘患者CD4+ T 淋巴细胞中 Th17/Treg
的失衡，我们也将进一步探讨青蒿素诱导支气管哮

喘患者，尤其是难治性哮喘 Th17/Treg 细胞免疫失

衡的机制，并寻找其可能的作用靶点，为哮喘的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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床治疗，特别是难治性哮喘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

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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